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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闪闪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各行各业加快

恢复生产正常秩序，白酒行业也稳步复工复

产。作为豫酒金花企业，赊店老酒全面贯彻落

实省市相关决策部署，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复工复产作出了贡献。

同时，面临2020年全新机遇与挑战，赊店

老酒也已经整装待发，以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为“试金石”，以品质打动市场和消费者，不负

2020，争取实现原定全年任务，以品质为豫酒

证言，助力豫酒转型发展。

豫酒品质新标杆
醇厚不烈洞藏柔

乘着豫酒振兴的东风，赊店老酒中高端产

品——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于 2018年正式上

市，主打“醇厚不烈洞藏柔”。经过几年间的市

场培育，“洞藏柔”俨然成为好酒标准，豫酒品

质标杆。

“用匠心做酒，用良心做酒，用专心做酒，把

每坛酒做到最优”，是赊店掌舵人单森林对员工

的要求，是对社会的郑重承诺，也是对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高品质“洞藏柔”最好的注解。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从研发到生产，由赊

店老酒国家级品酒师王贤领衔酒体设计，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陈新建大师手工酿造，大

师匠心，数十年如一日只为酿造一杯好酒。

“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酿

酒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窖池越老，窖泥附集

的有益微生物就越多，它们赋予粮食的香气和

味道也越芬芳，酒香就愈浓。赊店老酒拥有宝

贵的明清古窖池资源，且500年来不间断酿酒

使用，古窖精酿是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酒体醇

厚的关键所在。

明清古窖池成就酒体基本的浓香厚重，但

初酿成的新酒仍有其烈性。元青花·洞藏年份

酒的原浆酒，在四季恒温（18℃）恒湿（78%）的

14米深山体洞藏酒窖内，历经岁月洞藏，自然

老熟，去烈存柔，终成独有的醇厚不烈洞藏柔。

一瓶酒好不好，消费者是最权威的发言

人。“洞藏柔”的高品质，近年来已广受市场、

河南白酒爱好者认可。不少烟酒店店主在推

荐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时有种自豪感，虽说和

家乡情怀有很大关系，但最根本的还是对这

款产品的品质自信，因为相信品质，才敢于重

磅推荐。

豫酒振兴大单品
全国浓香第三名

在收获市场与消费者好评的同时，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作为豫酒代表，屡获行业赞誉，

频频摘取高含金量奖项。

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白酒

国家评委年会上，元青花·洞藏年份酒获得专

家组“无色透明、窖香浓郁、较陈，绵厚，酒体协

调，尾净，具本品风格”的感官评语，并以骄人

的成绩进入全国浓香型白酒前三名，被授予

“2019年度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是近年

来河南浓香型白酒在全国白酒评选中取得的

历史最好成绩，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实现了豫

酒品质的新突破。

在此之前，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10还先后

荣获“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中国黄淮流域白

酒核心产区风格特色奖”“河南白酒质量鉴评

第一名”“河南酒业感官质量创新奖”“豫酒（河

南）名片”等称号，用实力树立豫酒品质自信。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越进越险，不进则

退。面临 2020年全新挑战与机遇，“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已经用匠心酿造出消费者的“偏

爱”，用品质决胜中原，成为豫酒展示实力风采

和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2020年，豫酒振兴，

赊店先行，期待洞藏柔再谱华章。

豫酒振兴 赊店先行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以品质决胜中原市场

洞藏酒窖

（上接第一版）
因湖而生，伴湖而兴。在龙湖湖畔，被誉为“河

南陆家嘴”的金融岛确定或意向入驻金融项目超过
50个，湖北岸，科创集聚高地中原科技城加速布局；
龙子湖畔腾“云”驾“数”，大数据产业领军企业、国家
级研发机构、私募投资基金机构纷至沓来；象湖岸
边，“鲲鹏”展翅，郑州鲲鹏软件小镇提速建设……

“良好的城市环境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宜
居才能宜业。”郑州市委主要领导表示，城市环境的质
量与生产要素集聚的质量、集聚的能力是成正比的。

护一湖碧水，育一方产业，蕴一城繁华。“湖畔经
济”渐成郑州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新希望——
“串珠成链”助城兴

城市是个有机体、生命体。随着城市的发展，湖
已不再是单纯的景观湖，而是一个大生态圈、经济圈。

“自古以来，逐水而居都是一种理想选择。但如
今，对湖的认知要跳出简单的地产逻辑，对湖所形成
的片区进行优化、提升、迭代，把城市空间、产业布
局、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流
域治理和城市转型。”叶一剑说。

串珠成链，风光无限。在郑州，如意湖通过如意
河与龙湖相连，龙湖通过魏河与龙子湖相连，魏河汇
入贾鲁河后与象湖相连……湖泊与河流相互连通，
串联起功能互补的城市板块，成为郑州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高
品质人居环境、汇聚高水平人才的一个个重要组团。

走访“郑州的湖”，会发现每一个湖及其周边恰
恰是衔接郑州“东强”“西美”“南动”“北静”“中优”

“外联”城市功能布局的节点，与郑州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确定的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高度吻合。

“把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让位给高端
产业和人才，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动能转
换。”——这是郑州的选择。正是郑州有了这样的选
择，王元卓博士带着团队把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大数据研究院定址于龙子湖智慧岛。

像王元卓一样，更多高端人才“看中”郑州。城
市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力不断增强，郑州净流入人口
保持快速增长，去年新增人口超过46万。

“生态环境是营商环境的直观表现和硬件支
撑。从各地发展看，有水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往
往是高端产业集聚之地。”河南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
研究所所长王建国说，郑州的发展格局和发展走势
基本敲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
素、高端产业、高端人才流入，促进新业态、新模式、
新经济导入，实现人、湖、产、城之间良性互动，打造
一片片极具活力的经济高地、
人才高地，通过核心带动、整体
联动，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不断迈向高质量。

时入初夏，万物以荣，临湖
而立，湖倒映出郑州现在的模
样，又镜鉴着郑州未来的希
望。③8

□新华社记者

3月，重访浙江安吉余村、考察西溪湿地。
4月，走进秦岭深处，察看生态保护情况。
5月，在汾河岸边了解流域综合治理成果。
短短一个半月里，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地

方考察，生态环保主题贯穿其中。党的十八
大以来，山山水水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善待我们的母亲河

12日中午，山西太原。
山西皮划艇队的队员们，在波光粼粼的

汾河上奋力挥楫。水面上划过一道道清亮的
涟漪。

说起汾河，教练金刚很激动：“我们是汾
河生态环境修复的最大受益者。”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孕育了灿烂的三
晋文化。然而，长期过度利用和污染曾经让这
条山西的母亲河“有水皆污”，太原市的9条支
流成为黑臭水体，沿河市民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前几年金刚和队员们只能去南方
训练。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年6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明确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
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当地下定决心，要把汾河建成山水相依、
溪水长流、林泉相伴、湖光山色的三晋幸福
河。“我们加大生态应急补水力度，实施流域节
水行动，进行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开展违法
排污大整治……”说起汾河治理，万家寨水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耳东有说不完的话，

“再也不能让母亲河奄奄一息了！”
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

举”，终于唤醒了山西人心中那条曾经的母亲
河。今年2月，汾河流域国考断面首次全部达
到地表水五类及以上水质。鸟类从最初常见
的四五种增加至 156种。“晋野雨初足，汾河

波亦清”的秀美风光重现。
金刚和队员们终于能回家乡训练了。“我们

这个赛道的条件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他说，
去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皮划艇、赛艇等
水上项目都是在这片水域赛道进行的。

距上一次考察三年后，总书记再一次来到山
西。这次，总书记从文化传承的高度点明保护好

“山西的母亲河”的深刻意义——“治理汾河，不
仅关系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太
原乃至山西历史文化传承。”

一条恢复活力的汾河，也将成为三晋文化
的重要传承。太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邵社教说，在一、二、三期治理工程结束后，汾
河对防洪排涝、调节气温、增加湿度、水体净
化、恢复生物多样性起到明显作用。眼下，10
公里的四期工程正在抓紧推进。“我们将落实
好总书记的嘱托，让山西人的母亲河变得更
美，让群众有更多幸福感。”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山是水之源，山水两相依。习近平总书记
上个月赴秦岭考察生态保护情况时，一语道破
秦岭重要的生态和文化价值——秦岭和合南
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
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厚重的话语，明确的要求。西安市鄠邑区
决定召开一次秦岭北麓违建警示教育暨领导
干部任前集体谈话会。黄柏峪的建筑石料矿
治理现场，就是警示教育的“课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查
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加强秦岭
生态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8年7月，由
党中央督办的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拆
除1100多栋违建别墅，依法没收9栋，立案调
查多名违法违纪干部。当时的违建别墅“重灾
区”之一正是鄠邑区。

“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对党忠诚、干净
干事、勇于担当，时刻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和

奋勇争先的闯劲。”鄠邑区委党校党委书记、
常务副校长桂肃清代表新任职干部宣读承诺
书，大家立志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违建别墅拆除后，原来依山而建的连片别
墅不见踪影，过去被挖开的山体也看不到裸露
的黄土，成片的杨树、松树郁郁葱葱，没有别墅
遮挡，一眼就能望到秦岭山脚。针对乱搭乱
建、乱砍乱伐、乱采乱挖、乱排乱放、乱捕乱猎
等的整治工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3月7日复工以来，鄠邑区秦岭保护和综
合执法局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抓紧推进边
坡治理进度，坚决做到整治到位不留尾巴、修复
到位不留空白、保护到位不留缝隙。

青山伫立，果园环绕，秦岭山脚下的鄠邑
区白龙沟村一派田园风光。村里坡地上的12
栋别墅已经拆除，复耕后的5亩多地上开出金
灿灿的油菜花。

67岁的村民李树林没事时就来这片地看
看，现在的景象，让他感到分外舒心。“去年村
里给这片地上了不少肥料，希望这地能早日
恢复，像别的地一样精神起来！”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这句话让李树
林深有感触。

李树林说，这两年靠着秦岭的山水，村里
人发展果园，做得好的人家每年每亩地收入
能上万元。秦岭风光、田园景色，还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游玩。水果采摘、乡村旅游，正在
成为白龙沟村致富新路子。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湿地贵在原生态，原生态是旅游的资本，
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
化开发，不能搞一些影响生态环境的建筑，更不
能搞私人会所，让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
色空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考察时指出。

作为杭州市第一批“复工”的景区之一，

西溪湿地重新开放后，线上预约人数几乎天
天“爆满”。

36岁的蒋晨杰是景区的一名观光电瓶车
驾驶员，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亲眼目睹了湿地
的衰败和新生。他回忆说，小时候这里水网
密布，村民们过着以桥为路、以船为马、以水
为田的生活。

西溪湿地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灵秀之源、文化
之基。一段时期以来，高楼纷纷拔地而起，房地
产商最多时有60多家。再加上当地居民填塘建
屋、圈地养殖等影响，湿地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和
生物多样性受损，水质跌至劣五类。

17年前，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
程，采取了外迁农居、恢复湿地生态、挖掘历史
遗留等一系列举措，西溪湿地保护区旅游专项
规划也浮出水面。西溪湿地保护区域内的村民
实行撤村建居并全部外迁安置，涉及人数
13000多人。蒋晨杰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春夏之交，西溪湿地开园。15年
后，水更清、景更美的西溪湿地更呈现出一份
原汁原味的“野趣”。

开电瓶车时，蒋晨杰喜欢向游客介绍自己
的家乡。“现在湿地里的芦苇荡、树木、水塘，和
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几乎一样。”他对这一点最满
意，“我的老家已经不是那个又脏又乱的小村
庄，而是西溪湿地的核心景区了！”

如今的西溪湿地，不仅是芦汀沙溆、河汊
纵横的绿色瑰宝，还成为杭州新晋的“网红打
卡地”，民俗文化和物产特色商店受到人们青
睐，以西溪湿地为中心的大西溪经济圈、文化
圈和生活圈正在形成，湿地公园正成为人民
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我们要继续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
位，让这片得天独厚的城市湿地原生态地留
存。”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
委书记、主任何蕾说，要发挥西溪湿地生态资
源的优势，让更多游客、市民能够亲近自然，享
受生态之美。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受那山那水 湖映“郑中心”

（上接第一版）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王俊忠说，防治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我省充分发挥社会化服
务组织作用，通过开展大规模统防统治和群
防群治，小麦“两病”防控面积达到 1.46亿亩
次，其中统防统治 8300多万亩次，有效遏制
了病害流行蔓延。

不忘嘱托

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今年，我省小麦面积继续稳定在8550万亩

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优质专用小麦面
积1350万亩，较上年增加146万亩。再有一周
左右时间，我省即将迎来小麦大面积收获。

“夏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农业
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郭天财说，接下来我省还要以防范干热风、大
风降雨天气为重点，持续抓好后期管理，全力夺
取夏粮丰收。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加强
专家会商，加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一旦出现

不利天气，及时指导农民科学应对，最大限度减
轻灾害损失。同时，豫北地区还要继续抓好麦
穗蚜防控，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农机 410万台
（套）以上、联合收割机18万台以上，农业农村
部门将完善农机跨区作业和应急抢收工作方
案，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及时发布作业
信息，把农机调配到位，保证小麦适时收获。
7000多家农机合作社将发挥主力军作用，通

过订单作业、承包作业、一条龙作业等农机服
务，提高机收组织化程度，确保颗粒归仓。

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小麦生产是我省粮食
生产的大头，事关全年粮食丰收，更事关全国
口粮绝对安全。目前，我省小麦长势是近3年
最好的一年，丰收在望。

5 月 20 日，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
从黄河两岸到淮河之滨，从豫东平原到豫西
山区，即将成熟的麦穗随风舞动，万顷田畴，
麦香四溢。让我们牢记嘱托，奋力夺取夏粮
丰收！③8 更多内容请扫一扫


